
CTA 釋放教師創意潛能培訓計劃 

 
 

主辦機構： 

創意教師協會有限公司 

 

合辦機構： 

中華創造力訓練發展協會 

 

指定培訓機構： 

EduMIND Limited 

 

簽證團隊成員： 

陳龍安教授 

林碧珠校長 

梁麗嬋博士 

吳文軒教練 

 

專業主持及教練： 

吳文軒教練 

梁國成老師 

曹春生老師 

 

講者機構：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寶湖道) 

元朗朗屏邨惠州學校 

中華基督教會基協中學 

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 

(愛蝶灣) 

沙田崇真學校 

東華三院馬振玉紀念中學

(邀請中) 

香港教育大學數社科技學系 

培僑書院 

 

 

 

計劃背景： 

「釋放教師創意潛能培訓計劃」由創意教師協會有限公司領航，並得到全球頂尖及
創造力大師陳龍安教授及台灣中華創造力訓練發展協會陳明耀秘書長親力支持，及
多位專業團隊成員及十多所學校與機構共同參與；旨在於 VUCA 時代進一步喚醒每

位教師及學生個體心中創意潛能的小精靈，凝聚成創新具生命價值的力量，為我們
的下一代健康幸福成長，承擔教師專業的責任。  
 
創意是催化劑，計劃期望透過系統創意理念與策略學習，認知與理解一些創新教學
範例，促進參與教師更好應用於教學之中。  
 
 

計劃目標： 

1. 凝聚有志於運用創意與教練學策略，深度掌握教師專業發展與成長思維的專業
人士，共同為本港教師專業發展出力； 

2. 為教師和有志於教育專業發展的凖教師提供每月一次的線上或線下學習機會，
配以專業對話、交流，促進彼此實踐和理論創新； 

3. 透過系統釋放創意潛能的理論及技巧、實務及應用示例，分享和高效的練習過
程，達至取得金、銀、銅培訓證書的水準。 

 

對象： 

準教師、新晉教師及現職資深教師  

 

形式： 

1. 線上創意共學每月一次  
2. 共聚練習工作坊每季一次(按疫情作調整) 
 

時間： 

每月第四個星期一下午 4:30-6:00 或星期六下午 2:00-5:00 

 

參與資格、要求和所得： 

感謝計劃專家顧問團隊的協助，共同推動創意教師專業成長。參與者必須對創意教
學有追求，須先成為本會會員，願意遵守和維護參與計劃的原則和要求。為了促進
創意教學學習氛圍，計劃團隊義務參與。年度完結時，參與者最終將獲得過程綜合
評估，按出席和表現獲發金、銀或銅證書，同時取得培訓時數證明。為了鼓勵報名

者獲取證書和積極參與的決心，取得任何證書時，都將退還報名按金五百元。 

 



獲取證書的原則與要求(2021/01 至 2021/12)： 

 

參與經歷： 

1. 於 https://forms.gle/LH3PMFJ9mdmbpZeF7 登記成為計劃參加者，並在收
到取錄通知後繳交交按金五百元；  

2. 在 WhatsApp 接收最新線上及線下工作坊資訊，並登記各項活動；  
3. 各項活動均有小評核促進及鞏固參加者的得着；  
4. CTA 將把參加者的學習歷程作中央記錄(參加者需承諾遵守計劃協議和原則)； 
5. 年度證書頒發及聚會。  
 

內容日程和範疇大綱： 

(每月第四個星期一舉行線上培訓或星期六面授，也按情況作日期和內容調整) 

日期 範疇和主題 領域專家講者 

一、理論及技巧面向 (每節 1.5 小時) [Assessment: 3 to 4 MC ]  

2021 年 01 月 04 日(一) 

2021 年 02 月 22 日(一) 

2021 年 05 月 24 日(一) 

2021 年 08 月 16 日(一) 

1. 喚醒心中小精靈：談創意教學的潛能開發       

2. 創意的十二把金鑰匙（概念與評量）         

3. 邏輯思考跟創造力的教學技巧                             

4. 教師創意專業成長您、我、他                    

陳龍安、林碧珠、錢秀梅 

陳龍安、錢秀梅、蘇晶晶 

陳龍安、錢秀梅、蘇晶晶 

林碧珠、洪細君、葉億兆 

二、實務及應用面向 (每節 1.5 小時) [Assessment: 3 to 4 MC  &1 to 2 SQ]  

2021 年 01 月 25 日(一) 

2021 年 03 月 22 日(一) 

2021 年 04 月 29 日(四)  

2021 年 09 月 27 日(一)  

剖析打破健力士紀錄的創意正向教育計劃    

1. 創新的現代中國語文 (中小學範例)   

2. 情尋綠意：創意環保．綠創未來 

3. 領袖培育的創意效能 

黃靜雯、戴家莉、梁國成 

張麗珠、吳善揮、伍展鴻 

鄭慕賢、陳劍蘭、梁麗嬋 

宋慧儀、馬振玉代表、吳

文軒 

三、共創及高效練習面向(每節 3 小時) [Participation as assessment] 

證書類別 範疇(參與最低次數標準) 素質要求 

Bronze 銅 
4 節 
>10.5hr 

 理論及技巧面向(3 節) 
 實務及應用面向(2 節) 
 共創及高效練習面向(1 節) 

Participate 參與： 
提高意識 

Silver 銀 
7 節 
 >15hr 

 理論及技巧面向(3 節) 
 實務及應用面向(3 節) 
 共創及高效練習面向(2 節) 

Practice 實踐： 
積極參與 

Gold 金 
10 節 
>20hr 

 理論及技巧面向(4 節) 
 實務及應用面向(3 節) 
 共創及高效練習面向(3 節) 
 提交一段學習應用短片 

Produce 產出： 
創意種籽萌芽， 
呈現 SMART Goal 成果
Outcome  

https://forms.gle/LH3PMFJ9mdmbpZeF7


2021 年 06 月 26 日(六) 

2021 年 07 月 24 日(六) 

2021 年 10 月 23 日(六)  

2021 年 11 月 27 日(六)  

1. 創意教師的職涯設計工作坊   

2. 創意子技巧刻意練習工作坊  

3. 五向導創新主題教學設計     

4. 5Q 胸襟拓展工作坊                           

曹春生、吳文軒、蘇晶晶 

吳文軒、陳劍蘭、梁國成 

梁麗嬋、蘇晶晶、曹春生 

梁國成、劉   靜、梁麗嬋 

  

專業團隊：  

1. 評審團隊：陳龍安教授、林碧珠校長、吳文軒教練、梁麗嬋博士 
2. 領域顧問：鄭慕賢博士、洪細君校長、張麗珠校長、葉億兆校長、宋慧儀校長等。  
3. 課程設計及推行：評審團隊及指定培訓機構 
4. 專業主持及教練(Course Facilitator & Learning Specialist /Coach)：教練專業培

訓及服務設計師吳文軒教練；生涯與升學規劃專家曹春生老師；十大傑出青年及品
德教育傑出教育得獎者梁國成老師 

5. 領域分享專家：各領域具實踐、理念與經驗的施行或帶領者 
 
簽證團隊成員簡介： 

※ 創意教學大師陳龍安教授：臺北市立大學教授，中華創造力訓練發展協會理事
長、中華創造力創新研究院創辦人、廈門悠度創新教育研究院院長、創意教師
協會榮譽會長及首席顧問。曾任美國 BallState 大學、香港教育大學等訪問學
者、香港教育局資優教育組創造力顧問等； 

※ 教師專業發展階梯專家林碧珠校長：元朗區小學校長會名譽主席、元朗區文藝
協進會副主席、新界校長會執行委員、教育局兼職高級專業顧問、香港公開大
學兼職導師新界校長會執行委員、倡廉教育及市民參與小組委員會委員等； 

※ 國際認可身心語意學專業企業、團隊與個人教練及發證導師吳文軒先生：
MetaCoach Foundation 香港分會總監、EduMind 服務設計總監及首席教
練、MetaCoach 教練及評核員、夜中學中心校長、持有教育碩士(青年研究)及
教育文憑等； 

※ 創意教師協會主席梁麗嬋博士：創意教師協會創會及現任主席，學友社學友智
庫召集人、英國布理斯托大學教育博士。曾任香港教育大學客席講師，任教常
識科和通識科教學法、跨學科概念與思考、創意教學；廈門悠度創新教育研究
院專家顧問等。 

 

遵守承諾及參與原則： 

※ 參加者自然成為本會普通會員，須填寫個人資料，以方便聯絡。資料只供會員

聯絡和發送活動訊息之用途。 

※ 計劃由本會理事和會員義務提供服務，目標在促進教師創意教學及專業成長。

為了鼓勵和促進參加者完成課程，參加計劃時，須先將五百元按金存入本會中

銀香港戶口(創意教師協會有限公司 01274010143979) 。參加者只需參與一半

即最少六節課堂，便能於課程完結時，取得證書和參與時數證明，並將獲發還

五百元按金。 

※ 為建立良好學習氛圍，共同激發想像心、挑戰心、好奇心和冒險心，釋放內在

的敏覺力、流暢力、變通力、獨創力和精進力，課程將作以下要求： 

o 課前提供課堂及登入指引，請參加者依指引登記和進入； 

o 線上學習需盡量打開鏡頭，共同營造真實的互動課堂，啟動多元變通力 

o 環節除了嘉賓講者作講解，將由主持促進講者和參與者之間的互動，善用

創意 12 把 KEYS，提升學習與交流效果 

o 過程將進行拍攝錄影，以用作教育交流與推廣用途。有關運用版權歸本會

所有，將不另行向參與者個別知會； 



o 課後請參加者提供所得和具建設性的回饋，並請三天內完成評估表，分享

所得； 

※ 面授將於星期六進行，以三小時的實體工作坊形式進行為主； 

※ 為釋放教師創意潛能，促進彼此交流，將建立專屬 WhatsApp 交流群組； 

※ 本會將尊重各嘉賓知識版權，錄影內容只用於教育及活動推廣。相關內容將取

得講者授權，才會用於其他用途； 

※ 參與者請尊重大會和嘉賓意願，過程不宜自行錄影片段，向外發放。分享嘉賓

則按意願和需求，將可獲取相關環節的錄影片段； 

※ 證書將按年度標準和原則發放。 

 
鳴謝：陳龍安教授捐助本會車馬費五千港元；EduMind 豁免場租和技術支援等任何收費 

 
 


